
少年村的慈善根脉

南宋咸淳年间， 走马塘之侧，
这里曾有一座宝华寺，又称惠济宝
华寺，明、清两度重建。寺内除了佛
殿、 藏经阁等宗教场所常见建筑
外，还兼顾许多慈善实事。 1921年
由惠生慈善社施资， 添设病院、校
舍、残废院、放生池等设施。这是它
与一般寺庙的不同之处。

1932年，日寇强攻吴淞口，十
九路军即驻扎在宝华寺。 守卫宝
山城的上海市民组成的义勇军也
驻扎在大场宝华寺训练。 当时，

“不远便是前线， 枪炮声日夜不
断。义勇军为防日机空袭，抓紧日
出之前和日落之后训练， 白天讲
课。2月初的上海，春寒料峭，队员
们摸爬滚打，往往手足冻裂，耳鼻
红肿，宿则仅有稻草为褥，轻絮薄
被，一日两餐，青菜米粥，但没有
人叫苦。 有一位南洋归国的华侨
青年，每天天未亮即起，面对大树
以双掌内侧交替猛击，苦练铁掌，
皮肉红肿而不觉痛”。

数年战乱频繁，令上海街头
增添了许多流离失所的儿童 ，
1946 年 7 月，由佛教团体净业教
养院和惠生慈善社联合创办，租
赁惠生慈善社在宝华寺的土地
80亩， 房屋 5幢计大小 25间，成
立 少 年 村 （Shanghai Boys
Town)，并在上海赫德路（现常德
路）设办公处，由赵朴初主持董
事会兼村长。

少年村位于上海市郊大场
镇东首，环境清幽，占有很大的
一块土地，也方便组织学生进行
劳动生产和锻炼学生们的生存
能力。 这与赵朴初让孩子们自食
其力、断绝沾染都市恶习的想法
不谋而合。 赵朴初从当年 4 月少
年村筹建之初，就指导师生们做
了大量的前期工作。 当时，有两
位老师带领沈妙根、 焦发康、曹
春民等几位同学最先去了大场
宝华寺，整理房屋和场地。同年 7
月 15 日，大批师生到了大场后，
少年村正式挂牌成立。

1946年， 正当不惑之年的赵
朴初，胸怀坚定的信念，步入了一
无所有的少年村。他以超人的工作

能力和深邃的思想理念，带领少年
村走向光明，使他成为史上最著名
的村长之一。从难民收容所到净业
教养院，再到上海少年村，赵朴初
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其实相同，皆为
慈善事业，皆与佛有缘，或言之，少
年村亦是难民收容所和教养院的
延续，此三者一脉相传。

最初，少年村只有 2名老师和
6名学生，不久，就有 60名学生，主
要是孤儿和家庭经济贫困的儿童，
后来也收流浪儿童， 实行半工半
读， 学制和课程参照普通小学，上
午上课，下午参加劳动，有种植、饲
养、缝纫、学工（白铁工、加工笔尖
等），并有丰富的课外活动，成立铜
管乐队，教唱进步歌曲。

在 1946 年沪上有媒体在《流
浪儿童的家，记上海少年村的建
立》一文中提到“本博爱之精神
服务街头流浪儿童，予以优良之
环境，施以适宜之教育，藉以启
发彼等之向上精神，养成良好之
公民”， 这是上海少年村计划大
纲中首先明白表示的宗旨。

在少年村，这些平均十来岁
的流离失所的孩子获得了生活
上的保障， 还能够获得文化知
识，学习生产技能，但少年村外
的世界不太平。

全面内战爆发在即。 为了制
止内战的扩大，1946 年 7 月 23
日，宋庆龄发表《关于促成组织
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
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
党的声明》。 然而，1946 年秋冬之
际，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宝山地区
大抽壮丁，人心惶惶。

少年在社会关怀中成长

1947 年，大场区从江苏划归
上海市。

少年村的规模不小，全村事
务繁杂，而各项开支自然数额客
观。 为了筹集充足的经费，赵朴
初从创办少年村之初就做了充
分的准备。 由于他在佛教界已经
有了一定的名望和影响，亦与当
时众多的社会贤达交往颇深，故
而还得到了宋庆龄、陆梅僧等人
给予的大量财力和物力的援助。

宋庆龄先后创办的中国福

利会、国际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
分会、上海临时救济委员会等救
济团体，成为少年村背后温暖而
可靠的大山。

1947 年 9 月起，中福会通过
战灾儿童义养会拨给少年村义
养 60 名儿童的经费，每月 420 美
元， 对少年村给予了大力援济。
因为宋庆龄的缘故，少年村也不
再仅仅是一个被动接受救济的
场所，它主动参与到推动光明事
业的队伍中来。

1981 年，在《人民日报》刊登
的《“争取他们应得的一份”———
记宋庆龄同志组织的中国福利
基金会给解放区募捐物资的情
况片段》的报道中，提到这样一
则往事：

解放战争期间，上海的地下
党在经济上也得到了宋庆龄同
志很多帮助。 中国福利基金会运
往解放区的衣物数量很大，次数
较多。 为避免引起国民党特务的
注意，宋庆龄同志叮嘱在基金会
工作的同志，将衣物的一部分交
给佛教界著名人士赵朴初居士
主办的少年村，然后再分批交地
下党组织运往解放区。

而陆梅僧等慈善家的慷慨解
囊，也有力地支持了赵朴初创建少
年村的事业，为少年村的成立和发
展扫除了许多障碍。这些不能不说
是源于赵朴初村长的个人魅力，因
为他卓越的社会活动能力，少年村
才有了广阔的社会平台与诸多获
得募捐的机会。 上海解放后，村董
事会也曾于 1949年底捐赠 100万
元人民币，这再次有力地保障了孩
子们的经济来源。

无产阶级“革命村”

少年村是一所无产阶级的
子弟学校，主要责任人为之制定
了养教并重的方针，对旧习俗进
行了彻底的改造，成立了村务委
员会，清点物资，建立各种会议
制度，实行村务公开，采取民主
集中制，在村民充分的对话和沟
通之后，求新求变，不断改进。

少年村建立了六大教育体
系，分别是生产教育、组织教育、
阶级教育、纪律教育、文艺教育和

知识教育。而且，少年村还形成了
别具特色的新型政治组织系统，
即把学生会与教师工友组织的辅
导部并列起来， 加强学生会的职
权和业务， 在辅导部门又把教育
处与养育处分开并列， 严格地实
行集体领导与个别负责的制度。

此外，少年村的会议制度也
颇为完善， 每月 5 日和 20 日定
期举办村务会议，讨论和决定全
部村务；每月 15 和 30 日召开辅
导会议， 报告和设计导师个案、
进修及商议辅导学生会等事宜；
每月 8 日和 23 日举行教育会
议，检查教学、掌握原则、探讨理
论、布置活动；每月 10 日和 25 日
举行养育会议；每周三下午 2 时
到 4 时， 开展学生生活检讨会；
每周一下午 6 时半到 9 时半举
行全村检讨会；每周二、四夜间，
应每组实际需要，安排生活小组
会；每天上午 8 时到 9 时，召开
教师工友会……而这些制度的
谋划与实施，都离不开赵朴初的
辛苦付出和精细安排。

赵朴初身为少年村的村长，
又是村董事会的实际负责人，从
创建少年村之初，他就倾注了大
量的心血，对之满怀深情。 他隔
三差五地回村巡视， 了解村情。
少年村的孩子们都亲密地称呼
他为“父亲”，而少年村的先生们
则将他视为兄长，唤作他“老大
哥”。 这已足以显示赵朴初的亲
和魅力和仁者风范。

少年村不是一个自然村，也
不是一个行政村，或者说不是一
个严格意义上的村，而是一所教
育机构， 其教育灵魂拥有革命
性，从某种角度而言，或可称之
为“革命村”。

1948 年， 为迎接上海解放，
集结进步力量，中国少年剧团团
结了各地来访的儿童剧艺术家，
成立了“上海儿童戏剧联谊会”，
其中一些反映流浪儿童苦难生
活的儿童剧就是在上海少年村
进行的公演。

少年村的教员中有中共党
员，师生们经常以歌舞和讲演形
式向社会进行宣传，很受群众欢
迎。 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少
年村还成立了学生会，他们帮助

地下党员老师半夜油印毛主席
的重要文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
任务》。 学生们思想进步，上海解
放后，有许多学生参军入伍。

资料显示， 上海解放后，少
年村由师生员工代表组成村务
委员会，进行管理。 从 1950 年到
1953 年共招收 1528 人， 其中在
学习中参军的 137 人，到机关工
作的 7 人，去工厂工作的 196 人，
去工程队工作的 133 人，升学的
23 人，动员回家的 255 人，领养
的 43 人，转院的 231 人，流生 18
人，死亡 2 人。 1954 年初有学生
420 人， 同年 7 月市孤儿院停办
并入该村， 学生多达 669 人。 年
龄最大的 18 岁 ， 流浪儿童占
66%，孤儿占 34%。

1951年 4月， 少年村由中国
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接管 ，
1954年并入上海儿童福利院。 该
村于 1954年停办。少年村的旧址
一度成为大场乡政府所在地，今
为上海市宝山区文物保护单位。

20 世纪 50 年代， 少年村东
侧和南侧筑路， 取名少年村路。
曾经在村舍、田园、小河环绕中
的少年村路， 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 迅速向城市化演进，
成为继彭浦新村之后上海北部
又一个大型居民住宅区。 如今，
少年村周边，龙馨嘉园、翔前小
区、白玉兰馨园等高层建筑鳞次
栉比，商铺罗列，车辆往来，公交
便捷， 南侧南何铁路支线上，仍
然有火车进出。 当年地处郊区的
少年村，早已是一派繁华景象。

现少年村尚存鹤庐、 放生池
上八角亭两栋建筑。 鹤庐为二层
砖木结构建筑，斜坡式屋顶，二楼
走廊中央突出一平台， 整体呈正
方形结构，边长 19.14米。 正门上
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
科嘉定进士秦曾潞题字的“鹤庐”
楷书匾额，匾额右侧题字。鹤庐后
是一片长约 40 米、 宽约 15 米的
水池， 四周是刻有花纹的汉白玉
栏杆。 池中央有八角亭，边长 4.55
米，二层，扶梯盘旋上下。

昔日少年村里沿着这条盘旋
扶梯蹦跳着奔下楼的少年们，想
来应该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据上观新闻、《赵朴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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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朴初与上海少年村

上海的道路， 多以全国各
个省市区县的地名命

名。 但在上海市区的西北方向，却
有这么一条小小的路，它位于宝山
区与静安区交界处，在走马塘和铁
路南何支线的北面。 它的名字，是
用少年命名的———少年村路。

少年村路上， 是否存在过少
年村？ 少年村里， 是否真的有过
少年？

一切， 都要回到 1946 年 7 月
的上海，回到当时的古刹宝华寺脚
下，回到一群流浪孩子身边。 那一
天， 这群孤苦无依的孩子的瞳孔
里，映照着走来的一群人，人群中
有一位，是后来为人们所熟悉的中
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
家赵朴初。 这一天，赵朴初有了一
个新的身份：上海少年村村长。

少年村原址今日风貌


